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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 講授講授講授講授          

各位同學各位同學各位同學各位同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請打開課本第三十二頁，我們繼續來讀一段經文，對於佛所具足的五眼，跟我們眾

生只有單一的肉眼的狀態，來看這個世界，所瞭解，內心所體會到的真理的差異，是迥

然不同的。這也就是《金剛經》教導我們，如何從我們凡夫眾生開始起修，而能夠突破

達到畢竟成佛。我們來唸一段經文，經文是三十二頁的倒數第三行「須菩提！於意云

何」？一直到三十三頁的最後一行倒數第三個字「未來心不可得」。好！一起來。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佛說是沙不佛說是沙不佛說是沙不？？？？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有如是有如是有如是沙沙沙沙等恆河等恆河等恆河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是諸恆河所有沙數是諸恆河所有沙數是諸恆河所有沙數    

        佛世界佛世界佛世界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甚多甚多甚多，，，，世尊世尊世尊世尊！！！！    

        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如來悉知如來悉知如來悉知。。。。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如來說諸心如來說諸心如來說諸心如來說諸心，，，，    

        皆為非心皆為非心皆為非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未來心未來心未來心    

        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    

這一段經文是接續著上一段經文而來的。「「「「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恆河中所有沙，，，，佛佛佛佛

說是沙不說是沙不說是沙不說是沙不？」？」？」？」這是要從我們凡夫的肉眼出發，因為我們一般來講，修行到某一個程度，

你對於一個物質的解讀，會有一個自己的推翻概念。但是事實上我們的修行裡面，正常

的運作裡面，我們還是在眾生的肉眼中，用一種自然的語言在應對。在自然語言應對的

內容，不是要去標這個物質界的名稱，而是在這個物質的背後，我們瞭解它真實相是什

麼？ 

所以世尊雖然已經告訴我們五眼之後，下一句祂就是我們用正常的對話來對話，轉

折是這樣子。祂說：須菩提！你怎麼看這件事？恆河裡面所有的沙，佛說這是沙嗎？如

是，世尊！如來說這是沙。我們還是共同的有一個，共同認知統一的語言跟文字，這沒

有什麼，只是這個語言跟文字的背後，你不執著它。《金剛經》就是這樣子，它不是要

否認你說，這不是電燈，這不是人，這不是佛桌，這不是佛法，這不是《金剛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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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否認，所以它回到我們一樣的肉眼，所以五眼所見的相狀皆同。 

我們既然是人，是眾生，我們所見的相狀皆同，但是它裡面真實的涵義，各個差異

不同，每個人的執著是不同的。所以呢？「「「「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如來說是沙」。」。」。」。須菩提回答說：

沒有錯，世尊！祢也說這個叫做沙呀！祢也說這個叫做沙，假名安立，這是一個假名，

我們共同認知。 

接下來世尊就要講，「「「「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恆河有如是等恆河有如是等恆河有如是等恆河，，，，是是是是

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如是寧為多不？」？」？」？」以數量的概念來講，我們回到我們正常的對

談，不要讀了《金剛經》回去就怪怪的。有人就說我昨晚作了一個夢，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意思是你這個夢，是假的，是空的，不必再談。人根本就生命裡，還有什麼語言好

談？但是也是透過語言文字來剖析，所以這個假名沒有什麼問題，不用在這個假名上

面，一直在那邊爭執。 

須菩提！你意下如何？你怎麼來看這件事？如一條恆河中所有的沙，現在不只是這

些沙，是有很多很多的佛世界。而這個佛世界是等同恆河沙那麼多那麼多那麼多，你說

這樣多不多？須菩提回答：「「「「甚多甚多甚多甚多，，，，世尊世尊世尊世尊！！！！」」」」他說：是的，世尊！這是很多的。這是正

常對話吧！之後，世尊是用正常的，現在是回到正常的對話，要來講凡夫界，是不是從

五眼裡面再回答？ 

祂說「「「「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陀就再告訴須菩提，「「「「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如如如

來悉知來悉知來悉知來悉知」」」」。。。。剛剛講過，如恆河沙那麼多的佛世界，佛世界，一佛所教化的世界是三千大

千世界，所以不是講一個小小的眾生心，或是一個地球，或是一個銀河系。祂是在講這

裡面所有的眾生，他心有哪幾種變化？有哪幾種想法？有哪幾種痛苦的過程？有多少的

體會？多少的語詞？這些呢？如來悉知。因為如來已證得大圓鏡智，所以眾生的起心動

念，所有眾生的這些動念，佛心，佛心如圓滿清淨的這個鏡，所以了了分明，都可反射，

都可清楚。 

但這句話如果我們以現況來講，我們也可以抓語病，我們也可以抓語病。唉喲！哪

有可能這麼厲害，哪一個人？現在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心祢都知道。這個變化裡面，又

有多少所謂每個人的苦痛，每個人的層次，每個人的寬度，每個人的廣度，甚至於小小

汙穢的起心動念的不好或是好，如來真的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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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在一對一答的過程裡面，如果你讀《金剛經》或讀任何一部經典，你不

產生這樣的疑惑點，你也是一樣只能照單全收。這是納的一部分，納受、接受的一部分。

但這個裡面呢？祂拋出的問題裡面，你也可以自己在一小段一小段的經文裡面，去看你

對於佛法認知，你對於佛五眼所看的世界，你對於自己心中所看的這些東西，你能不能

夠真的開拓出來，真的去延展出來，真的去瞭解？ 

這裡面佛自己又回答「何以故」？怎麼說祂全部知道呢？「「「「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諸心皆為非心諸心皆為非心諸心皆為非心，，，，

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是名為心」。」。」。」。怎麼說呢？因為如來我們以前有講過，只要用到「如來」這兩個字，並不

講我跟你存在相狀的佛這個人，或是「世尊」，以世間我們眼能見的應化的這個世尊，

而是在講佛的清淨法身。祂所有內容，所有精神層次，沒有辦法用眾生瞭解的語詞，所

以只能用精神世界這樣來表達。這個精神世界，也是藉由我們的假名來講如來。 

這個地方來講「如來說」，也就是清淨的法身的如來，以這個角度來說，眾生的「諸

心皆為非心」，眾生的種種心念，不管他有多少的差別，千差萬別，其實都是同樣的一

個答案，叫非心，這是一個總相說。不管你的別相，你裡面有什麼樣，都是叫虛妄的，

都是起心動念，從無明出發，所以產生的計較跟分別，所以產生了色受想行識五蘊，所

以產生了眼耳鼻舌身意，對出來的六根對六塵，產生了相應而出來的山河大地。所以這

一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切法唯心所造出來的，所以這個就叫非心。總說不管有多少，

這個「是名為心」。 

如果我們以世間的假名，假名來安立的話，這個叫心。我們眾生說，我這顆心，我

的心情，我的想法，我的痛苦，你知道嗎？我們一般人都會這樣。然後如果佛菩薩真的

知道呢？你可能會揣測一二，真的佛菩薩祢知道嗎？我的苦祢知道嗎？佛說祂都知道，

你必須相信，你必須丟掉自己那個叛逆性。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人生命裡面有一個很深層很深層自我對話，而不願意，不願意

去真實接受這樣的直接教導，他是不納的。人為什麼他可以受這個法，而有的人他不能

受這個法？因為他內心裡面都有一個自我，自我叛逆，去認為我的存在，是非常的與眾

不同，去認為只有我自己才懂我自己。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他要來慰問你。你會開始訴說著你痛苦的經驗跟遭遇，然後講

一講，對方說：唉呀！你放下啦！這些東西差不多大家都一樣，我過去也曾經怎麼樣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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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當然會舉這個例來平撫於你。這個時候接受的人他就會說：唉呀！師兄師姐感恩

你，你說得很有道理，原來世界上不是只有我是痛苦的，這個就是可以納法的人。但有

一半以上的人都說，啊！你不知道。很簡單的，當你的內心產生一個只有我知道我自己，

你不可能知道，這個人在學習佛法的時候，一定有障礙。因為他的心中的心，他認為他

所有的心，皆為他的真心，而事實上這是非心。 

所以我們不是要來否認，修行裡面，佛法不是要來否認世間的假名。這個假名裡面，

像很多的經論裡面，佛都講心意識，他還是要用這個心，眾生的心念，祂講的是我們次

第次第去撥開的，去撥開的過程裡面，這種漸修法。漸修法的話，這個心的安立，甚至

於加諸非常多的層次，「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六根、

六塵、六識、十二入、十八界等等，這些都不是要否認這個心。但是整體而言，只要你

無明在，所有這些發展出來枝末的這些現象，安立出來的這些名字，都是為了解釋你在

無明狀態之下，所使用的文辭，而這樣都叫做心。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世尊所說的這一句「諸心皆為非心」，我們可以接受這一句，

那麼你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你就不會被自己的那個叛逆性，自己認同所見，所覺受，所

有一切為真，這個心一直玩弄下去。講到這裡的時候，希望同學，這一部經上了三分之

二，你在這個點上面，在這個點上面，必須真實的去面對自己，心意識裡面，肯定再肯

定，永遠不願翻過去的，那個很微妙的很微妙的住，很微妙的執著。 

佛繼續講「「「「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這是佛要舉例，讓我們去感受到現況，這一段經文是非常現況的。以時間來講，過去是

每個人都有經歷的，我們不用講多少劫，不用講累生累劫，我們單就於你所存續的現在

來講，時間點上，已經不在現況中，就叫過去。還沒有發生，就是叫未來。然後哪一個

過去是一直存在的？哪一個未來是一直未現前的？又有哪一個現在是真的在的？ 

可是我們眾生，在過去跟現在跟未來裡面，他混淆。他在這個時間點上面，痛苦的

未來，還是痛苦的現在，還是抓著過去而不放，眾生其實釐不清。眾生釐不清，你所有

三世都在做一個連結，都有前後際。為什麼？過去的想法，殘留下來的內心的那個感受，

反射到現在，其實現在是抓著過去才痛苦的，你的現在是因為害怕未來才痛苦的。真正

的現在，是了不可得。你不要管過去，你也不要管未來，這樣子就好下手。過去的包袱

誰沒有？你抓著的過去，你抓著的過去就等同你抓著未來。因為過去在你的概念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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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你的經驗值，未來有你的期待。你抓著過去，就等於害怕未來。你抓著未來，就等

於你捨不掉過去。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眾生就在時間的這個軸裡面，心念遷流，一直軋，就是卡住。修行人他本

身為什麼能夠在那一個剎那裡面，能夠一念不生？是因為他沒有把過去，他練習把過

去，甚至於從過去的陰霾裡面，他懂得那個過去是遍一切處。他懂得那個過去，你走過

的山水，你走過的境界，甚至於你當過的眾生，太多太多的過去，過去不用恐怖它。 

人一般就是抓著過去，所以來威脅自己的未來，那個過去只要有勇氣就可以了，你

接受。修行人很痛苦，是因為他沒有接受自己，人不願意接受自己，他不願意接受過去

的那一些東西，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壞，所以他期待自己的好。你說這個也是正向的一個

力量，這個就是業的概念。業是事實，你會感受到，但是業的概念，在學佛的初初、中

段都很重要。但業的概念要昇華出來，提昇出來的時候，你過去心才能不可得。而只要

有絕對的勇氣，有絕對的勇氣，勇氣不對未來有所期待，不去攀附，處理好你每一個現

在，那個就是你在處理過去，也是在走向未來。 

那我們在解釋經典的時候的這個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用同樣的語言，講的是剎

那剎那生滅，所以無法去抓住這個剎那的心。所以舉例裡面很好舉例，你小時候十歲、

二十歲的想法，你到現在一樣嗎？價值觀一樣嗎？在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過去心在變異

中。你真正所有的感覺的過去，拉到現在還在，那個也不叫過去，那個也叫現在。只是

把那個影子，我們六根對六塵，它本身受之後，落謝之後的那個影子，那個影子以為真，

以為真，所以拿來現在。拿過去的那個幻，幻不是沒有，再強調一次，諸法如空華、如

幻華，幻不是講沒有，是曾經有過，但是了不可得，它不真實。所以如果說我們瞭解，

你抓著那個影子來看現在，你的現在只活一半，現在是從過去延展而來的。 

生命裡最大的壓力，是對於過去，害怕未來；期待未來，在現在期待於未來，所以

人在三世裡面不能坐斷。他沒有辦法前後際這個東西，真的了不可得的自在，突顯出來。

住了！就是我們住了。現在剎那剎那，這是很簡單的解釋，不用我解釋大家也都會。「未

來心不可得」，也知道基本上的解釋，未來還沒到，所以不可預期。這個是文字上的解

釋。 

同學！你要丟過去，就不要幻想未來。你要有足夠的勇氣去發現「諸心皆為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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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就等同過去心、現在心、跟未來心是一樣的。當你翻過這個「諸心為非心」，真

正的清淨現前的時候，過去心即為證道資糧，現在心即為菩薩證道，未來心了不可得，

只有可能看到過去跟現在，而沒有未來。因為所有的未來，就在現在裡證明而已，所有

的未來不在未來證明，所有未來都是在現在證明。 

修行！如果你能夠掌握它沒有未來的憂慮，它只有現在的空，它只有現在的現前，

它只有現在的自在，它不談未來。但佛在講經典的時候，祂是有時空觀。因為我們是凡

夫，凡夫的經典就必須具備有時空觀，因緣果。所以我們在瞭解因緣果的時候，是因為

我們必須有因緣果，來讓自己從現況中的痛苦裡面，去瞭解它的走向。 

所以佛用因緣果告訴我們，這個因果不滅，因緣果不昧，果報不爽，一樣是佛法，

當我們把這個話，住著在初初黑暗的錯謬的這個眾生的時候，這個佛法非常強而有力。

這個佛法強而有力的背後，是從最初的身口意的身口去規範，而意念還有第二重、第三

重。 

接下來世尊在講菩提心的時候，當我們在發菩提心，就這部經典，講很多很重點都

在菩提心。當我們在發菩提心的時候，如果你是因業報而發菩提心，並不在這個論述裡

面。這部經並沒有論述業報發菩提心，它沒有。它在講我們要怎麼樣？不住一切，而要

度脫所有的眾生到他畢竟涅槃，而沒有眾生我度。這裡面並沒有業報這兩個字。 

所以當經典走到某一個層次，講到發菩提心的時候，它本身業的這個概念就要提

昇，轉過另外一個層次的解讀。否則你會住著你自己的業報，做償報的菩提心，是為了

要平復、彌補，是為了要回饋，是為了要贖罪，那個都不叫菩提心，那個是住法。所以

所有的過去與未來，當你不能夠等同去看它的時候，那些都還是叫妄心，都是非心。 

我們可以計劃，你說那這樣講的話，我們就可以，我們不需要去，我們就不需要想，

明天我是不是買一張高鐵票坐到高雄去？明天我要去美國、去洛杉磯，我都不需要去計

劃，明天我到底是要搭華航還是泰航還是馬航？是不是這樣子？不是！這個要連貫於這

一段經文。 

連貫於這一段經文，佛問說：恆河中的沙是不是沙？須菩提回答：是沙。我們不是

泯事情，泯這個現況，泯就是去除的意思，我們不是要消除現況所有。也就是我們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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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緣境，在所有的緣境的現況因緣生滅法裡面，我們不是否認生滅法。而是你在生滅

法的當下，能夠證得不生滅，這部經論就是這樣子，它告訴你的是這個重點。不是你著

生滅法，而是你不泯除生滅法，在生滅法的所有世界中、現象中，你知道你所讀的所有

生滅是非心，所有的不自由是意識，所有的恐懼是現在跟未來的投射，所有預設要成佛

成菩薩道是壓力的。 

真實菩提心現前的時候，這個根本都不是壓力，也不是問題，也不是贖罪，也不是

恐怖，這個就是我們上一次講的真菩薩。他沒有法，他不用住這個法。可是在我們從初

初未發菩提心之前的這些，法需不需要？法是需要的。概念有沒有？是有的。幫助重不

重？是重的。這是使用意熏習的做法。因為我們有錯亂，所以我們用，世尊用一個辦法，

提起我們意念創造另外一個理想，理想路徑叫做菩薩道。創造一個語詞告訴我們，你要

契入的時候，你要發度脫眾生的心。我們所讀的發心是學習的，而真正進入菩薩道，跟

把發心跟菩薩道貼而為一的時候，那就不叫發心，也不叫菩薩道，那個是很自然的，所

有佛性跟真如貼合，是覺性的發展而已。 

這部經講到這裡了，同學！把你的過去，把你的未來，不用在這個上面強調太多。

而每一個當下，並不是只在偏空中，一切如夢幻泡影，所以我什麼也不用做，我什麼也

了不可得，這樣就屬斷滅。祂並不否認現況，先講這樣，我們繼續在後面就可以瞭解。 

我們眾生如果三心不可得，就知道時間觀，時間的這個概念，就能夠從中得到自由。

所以我們不泯除事相，不泯除事相，我來預習《金剛經》，我上課用真心，不是非心。

是用真正不再頑劣難調伏，我們有講你最原始的那個叛逆，你不是用最原始的那個叛逆

來讀這部經，來跟世尊打架，來跟法打架。那麼你當時領受根本是不可言喻，不可思議，

那沒有辦法表達的嘛！ 

就像須菩提他在法會裡面是不是涕泗縱橫？他有沒有錯？那是他當下契入的一種

狀態，他沒有什麼錯，也沒什麼丟臉。這個東西如果你住著了，你在上面給予太多的解

釋，沒必要的心意識裡面去殘留很多，這個就是非心。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知道一切了不可得，所以用一種辦法來觀照、來契入。這個時

候觀照跟契入，其實也是叫法，觀照跟契入，也是叫法的一種。這個法為了是要讓我們

當下，非心也就是這個狂心能夠息滅下來。狂心息滅下來的時候，你這個常住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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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就體現了。但當然這個體現的過程，他還有先空，再現前智慧。他本身會有一個人

空跟法空的時間距離。 

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經文，三十三頁下面的兩個字「須菩提」，一直讀到第三十四

頁第五行中間「如來說得福德多」。好！一起。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以用布施以用布施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    

        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    

        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世尊世尊世尊世尊！！！！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得福甚多得福甚多得福甚多。。。。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    

好！這一段經文要來比對什麼叫福？什麼叫德？又來瞭解福德亦是因緣說。世尊

說：「「「「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於意於意於意云何云何云何云何」？」？」？」？這件事情你怎麼來看它？如果有一個人在三千大千世界裡

面裝滿了七寶，這樣來做布施。前面這種經文很多，總共光世尊講這個布施布施，裝滿

三千大千世界，再來裝滿恆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用七寶布施，再來又講到用自己的身，

人身這個生命，這個色身來做布施，好多次都在講布施。但是沒有放這兩個字，在這裡

才用到， 

祂說：「「「「以用布施以用布施以用布施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得福多不」？」？」？」？這個時候「因緣」這兩個字出現

了，我們布施的時候，其實它也在因緣果法裡。我們凡夫呢？在因緣中，做因緣中之事。

所以我們會珍惜因，還是珍惜緣，還是珍惜果？還是也沒有去讀過這是因緣法，我要給，

我不能給。這個時候你不會去讀因果，你也不會去讀因緣，這個人是沒有因緣概念的。 

今天有一個人來跟我乞討，來跟我乞討某一個物質，因為他貧乏，我就是不能給，

我的心會捨不得。這個人是沒有因果概念，也沒有因緣觀的。因為這個時候只有物、他、

你，就是這個人、我自己本身跟這個物件、跟這個乞討這件事件的狀況，他沒有加因緣。

如果今天有加因緣這兩個字，再加上因果，中間有緣，因緣果這三個字，這個人就會在

所有一切裡面，每一個當下都過得很好。 

為什麼人家會來乞討？前有因，現有緣，果了不可得。我心中不放這個果，這樣的

人就不可能不布施。你可以不布施物，你也會布施四攝法，你也會給予無相的東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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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相的。如果你沒有，你也會布施是法施。如果你財也沒有，你法施最後就能完成

無畏施。所以每一段經文在講到布施的時候，它深度是不同的。 

這裡講到因緣，如果這個人能夠這樣來布施，這個人用這個布施，作為因緣來修這

個福，你說他得的福多不多？這世間言語，世尊並不是在這邊咬文嚼字，轉來轉去。可

是我們常常也會轉來轉去，因為我們不透徹。須菩提回答：「「「「如是如是如是如是」」」」，，，，是的！沒錯。「世世世世

尊尊尊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這個人因為第一他有發一個心，他有一個因，就是他有意願，他有一個緣，就是只

要眾生有所需要，我都會當下或是全力以赴這樣給出去。如果你有因緣觀，得福甚多。

因為你有因緣觀，所以你得的是福。這跟前面講的，十分鐘前面講的是不一樣的。你若

在布施的時候，你沒有因緣觀，你只有要跟不要。當你中間有因緣觀的時候，你一定會

珍惜而去做，但是得的是福。因為你讀到需求，跟我跟讀到因緣，這個都還是叫概念。

當你在破除因緣觀，而真實這樣的時候，它就不叫布施，它也不叫福，那個就是無為之

功德。 

所以佛所說的因緣法、因果法，在最初的概念沒的時候，只有眾生的苦厄；中間有

因緣果的時候，是能納受；最後沒有因緣果的期待的時候，也在因緣果當中，並不是不

在因緣果當中。而是因緣果已經不是負擔了，也不是你要讀的東西，你讀的你所做的每

一個當下，就只有緣起性空、妙有、菩薩，連菩薩也沒有名字，是菩提。甚至於這個菩

提還只是一個假名。 

所以世尊再回答：「「「「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如來不說得福德多。」。」。」。」所以世尊在前面

所講的這麼多的福德，也是緣生法，所以這個福德有沒有實質？沒有！當體即空。以三

心不可得的心為因，來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為緣，而不在這個因跟緣裡面，有任何的住

相，有任何的概念，這樣他所做出來的圓滿，才是真的福德。我們過程是看得見的，理

不廢事。 

你的發心到底真不真？我要度脫眾生，前面有講，我要度脫眾生，我要幫助眾生入

無餘涅槃。這個發心的開始也是叫法，也是因，也是意識；而中間在這個裡面，再來蕩

除洗掉，我要度脫眾生，我要度脫眾生到什麼程度？我完成與否？再來洗掉這個的時

候，就是從我們的意識層次，把善惡法跟應該與否的這種壓力減除。到沒有福德，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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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相，沒有所謂我要特別珍惜因緣的時候，就是真的在因緣果裡面。 

而「「「「福德無故福德無故福德無故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如來說得福德多」。」。」。」。佛說的因果法，當然能夠讓眾生從世間的善人，

走上賢人，或走上聖人，或是成為菩薩，一直到成佛。但是我們要瞭解，這裡面是從有

漏的福德，我們是從有漏的福德，進入因緣法裡面。世尊要告訴我們的，是因緣的空性。

因緣的空性，所以離這個相，無相，無福德之相，才真的福德多。 

經典裡，這部經典裡面它只有頭尾標，它都講布施，最後再講般若智慧，中間有講

到忍辱，中間有一段經文講到忍辱。那是剛好我們在中間，要從凡夫來接受一切實相的

時候，讓我們要克服我們自己，身口意納受解讀的時候，就要講那個忍辱的無相觀。從

這幾品裡面慢慢走出來的時候，同學你要看法界裡面，法界裡面我們不談福德。但修行

裡面，我們要講福慧兩足尊，是因為我們眾生是偏差的，是不足的，是頑空的，是沒有

執行力的，所以才會跟你講福德，跟你講福慧兩足尊。 

所以要講，要修福也要修慧，如果不講福跟不講慧，可能眾生以為內心世界的一種

體會，一種體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所以這部經以它的篇幅來講，講有為的布施，重

複再重複，講應該行六度，重複再重複，就是因為我們理上，理能通達而事不圓滿。當

你能夠事能夠圓滿，這是中間的過程，而理上面能夠契入空性的時候，這兩個實相上面，

它是福慧皆修，而不著福慧，不著福德，才能夠契入佛之法身。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給各位同學，更好更直接的去瞭解它，只是知道，心無希求福德

之性，你就會瞭解，你心無希求福德，你就愈瞭解所有一切，緣起性空，你就自然能夠

契入清淨法身。這些一辨再辨，解釋，辨別的辨，也可以講辯論的辯，一辨再辨，就是

要從我們的業報觀，走到因緣果裡面的緣觀。你能掌握因，還是掌握緣？還是掌握果？

當然菩薩畏因，眾生畏果，這是兩極端的標。你活在因，還是活在緣？還是活在果？回

答都各不同。痛苦的人說，他活在果嘛！對不對？對不對？然後有的人在行善，或怎麼

樣的時候，他認為他是在積極的修菩提道，所以是不是在種善因？是不是在因？對不

對？ 

佛講，這真理在講什麼？緣起性空，祂講的是緣起性空。但因果法是串連狀況、心

念、時間、空間觀出來，整體說是因果。我們既然這一品是要破三心，就是要破什麼？

因果的壓力。你會擔心明天死嗎？你擔心也沒有用。你會擔心你這個癌還能活兩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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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也沒有用。是不是真的兩年？每天在那邊算，饅頭少一個，也沒有用。其實你能掌

握的是什麼，性空。是不是？圓滿。 


